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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
开发研究 ＊
华林 谭雨琦 冯安仪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摘

要：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记录了南洋华侨参与滇缅公路运输，支持中国抗战的历史，其文献信息资源特色

数据库的开发，有利于加强华人华侨的国家认同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论文阐述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开
发在保护抢救南侨机工文献、增强华人华侨国家认同、助力爱国教育等方面的意义，简述现阶段南侨机工档案特色
数据库开发的进展，分析特色数据库开发在文献资源分散、数据库完整构建、标准规范统一性等方面存在的滞后问题，
以此为依据提出针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的构建与开发对策。研究认为，从网页设置实现信息共享、数据
发掘支持多向开发，以及通过融媒体通道推送多形式的南侨机工档案文献信息服务，对完整构建南侨机工抗战记忆、
更好地发掘利用档案文献遗产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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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遗产的保护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2 年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这一记忆工程关注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等保存的手稿、文档、报刊、文物和其他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记录等文献保
护问题，其目标是鼓励采用适当手段对具有国家和地区意义的文献遗产进行保护。[1]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
记录了二战期间，3200 多名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应征回国，参加滇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运输，支持国
家抗战的历史。随着岁月流失，南侨机工逐渐为人们遗忘，部分散存相关机构或个人手中的南侨机工文
献也面临散失的危险。开展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不仅有利于征集散存文献，对其进行数
字化保护。同时，还可为电子编研，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和音视频、VR 等新技
术南侨机工文献信息资源开发提供数据支持。这对宣传南侨机工抗战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广泛
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2]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文化动力有现实意义。

１ 特色数据库开发现实性意义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作为载录南洋华侨支持中国抗战历史的重要文献材料，其保护与开发长期受到政
府和相关文化机构的重视。2002 年 3 月，云南档案局申报的南侨机工档案文献遗产第一批入选《中国档
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韩国光
州召开，“南侨机工支援中国抗战档案”经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评审表决，最终入选《世界记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省社科研究基地项目）一般项目“抗战记忆传承视域下南侨机工
档案文献整理发掘研究”( 项目批准号：YB2020099)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华林（1965—），男，汉族，云南景东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档案专家，研究方向：
档案学、历史文献学、民族档案等；谭雨琦（1999—），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学、历史文献
学等；冯安仪（1998—），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学、历史文献学等。

忆亚太地区名录》，成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3]2012 年和 2015 年，中央电视台和昆明市委市政府等，
利用南侨机工文献，联合摄制《发现南侨机工》《南侨机工——被遗忘的卫国者》等影视片，宣传南侨
机工抗战事迹。南侨机工文献不仅是中国抗战文献，同时也是重要“二战”文献遗产，具有珍贵的历史
凭证、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多重研究和利用价值。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数量丰富，类型繁多、结构
复杂，其特色数据库建设就是要利用以数据库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南侨机工文献资源构建数字资源整
合、管理与共享开发平台。开发意义如下：
１．１ 保护抢救南侨机工文献
就分布保管状况而言，南侨机工文献主要由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研究会、电视台、
报社等机构收藏，此外，南侨机工后人、相关研究学者和网站网页等都散存有南侨机工文献。受自然与
人为因素的影响，加之保管条件简陋，部分文化机构或民间散存的南侨机工文献发黄、粘连、虫蛀、破损、
流失问题普遍存在，许多重要文献都面临损坏散失的危险。构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首先可
将各单位收藏的，以及民间散存的南侨机工文献以数字化征集或整合的方式进行集中保护。其次，可避
免人为因素和外部环境对文献造成损毁。再次，可利用库房保护、异地备份、云存储等技术，对其数字
资源进行长期保管，以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这一珍贵抗战文献遗产。
１．２ 增强华人华侨国家认同
抗战爆发前，全世界约有 1000 万华侨，其中，有 800 多万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即当时的“南洋”。
由于南洋华侨人数最多，财力物力雄厚，南洋又是日军的一个侵占目标，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积极性最为高涨。[4]1938 年 10 月以后，中国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为获得海外援华军事物资，
于 1938 年底修建滇缅公路。由于国内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匮乏，受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负责人宋子良
委托，侨首陈嘉庚于 1939 年 2 月 7 日发布《南侨总会第 6 号通告》，招募华侨机工。《通告》得到南
洋华侨的广泛响应，数月间，报名回国的华侨机工达 3200 人。1939 年到 1942 年，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
共抢运近 50 万吨军需物资和 1.5 万多辆汽车。据统计，将近 1000 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上。[5]
南侨机工抗战遗存有大量的历史文档、文物、报刊、杂志，以及口述资料等文献，构建南侨机工档案文
献特色数据库，不仅可将这些散存文献进行数字化整合集中，实现其资源体系化建设，同时，还可更好
地发掘利用这一抗战文献，重新唤醒这段珍贵抗战记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国家认同感，凝聚侨心侨力，
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提供文化助力。
１．３ 助力当代爱国主义教育
2015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9 次集体学习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
族的团结统一。”[6]2020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 34 条提出，国家鼓励档案馆开发利
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7]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真实记录了南侨机工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回国参与滇缅公路抗战物
资运输，支持国家抗战的光辉历史，开展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一是可整合散存云南省档
案馆、畹町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广西档案馆，陈嘉庚纪念馆，中国台湾“国史馆”，新加坡国家
档案馆等机构的南侨机工档案文献，建成体系化资源数据库，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奠定资源基础。二是
可依托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资源数据库，通过举办线上展览，编辑电子图书、期刊和报纸，编制南侨机工
抗战短视频等方式，宣传他们的抗战事迹，广泛传播南侨机工义无反顾报效国家、不辞艰辛英勇奋战、
不怕牺牲舍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２ 特色数据库开发进展与问题
２．１ 特色数据库开发进展
其一，数字化建设。目前，部分收藏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研究会、
电视台、报社等都已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如为摄制南侨机工抗战纪录片，央视纪录频道派出专业团队，
赴美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以及国内 8 个省区收集南侨机工抗战文献，采访到在世 15 位南侨
机工中 14 位的口述历史，征集到 60 多分钟的彩色胶片、2000 多张历史照片，并进行数字化建设。[8] 云
南省图书馆收藏有 20 世纪 30 年代刊载有南侨机工回国参战报道的《云南日报》（1939-1946)、《侨光报》
（该报由云南省主办，仅存有 1940 年 4 月）和《民国日报云南版》（1939-1945) 等报刊，已进行数字
化扫描加工。其二，数据库建设。如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南侨机工历史档案有 850 卷，为保护档案原件，
专门投入经费对 2000 千份档案文献、300 幅历史照片进行数字转化，刻盘存贮，并开发出多个专题数据
库向社会公众提供利用。[9] 云南畹町南侨机工抗日纪念馆收藏有 2000 余张南侨机工历史照片和 4000 余
件头盔、摩托、扳手、马灯等遗存文物。为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工作，已对部分重要文物进行数字化
加工，建成专题资源数据库。此外，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福建陈嘉庚纪念馆等，也启动南侨机工文献数
据库建设工作，为全面开展南侨机工特色数据库建设奠定了数字资源基础。
２．２ 特色数据库开发问题
２．２．１ 文献资源分散性问题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保存状况为：其一，相关机构。如南侨机工文献除保存在中央电视台，抗战纪念
馆，云南省档案馆、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畹町南侨机工抗日纪念馆，福建陈嘉庚纪念馆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档案馆等单位外，中国台湾“国史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等机构都收藏有南侨机工
文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都以录音、录像等方式，采集到部分新加坡南侨机工口述文献。
其二，民间散存。主要为南侨机工后人或研究学者保存。如 1987 年 9 月，学者林少川深入云南、贵州、
四川、福建、广西、广东和海南岛，对 100 多位南侨机工及遗属进行寻访，征集到大量口述文献，以及
部分南侨机工日记、手稿、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和军事委员会证明书等重要文献。[10] 其三，网站网页。
如云南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为宣传其抗战事迹，在研究会网站上公布了相关视频 15 条，专辑特刊 6 部，
以及历史照片 300 多张等。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分散性问题，也就是
要通过各种方式，征集散存南侨机工文献，为特色数据库建设提供文献资源支持。
２．２．２ 数据库完整构建问题
其一，单一性问题。基于收藏单位文献保管性质不同，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类型也各不
相同。如档案馆建设的是南侨机工档案数据库，纪念馆、博物馆等构建的则是其文物数据库等。由于所
收录的文献范围与类型不同，导致了专题数据库收存南侨机工文献资源的单一性问题，这就割裂了档案
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南侨机工抗战文献资源完整保护与发掘利用。其二，简要性问题。以云南
省档案馆为例，2009 年 8 月，由中国国家档案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联办，云南省档案馆承办的“南侨
机工抗战史料图片展”先后在北京、昆明、新加坡展出。利用这一展览，云南省档案馆将 200 余幅馆藏
南侨机工照片和 100 余份档案原件进行数字化加工，构建“南侨机工抗战档案文献”专题数据库。此外，
还依据档案原件，建成“南侨机工名录”等数据库，在云南档案信息网“专题数据库栏目”进行公布。[11]
这些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在传播南侨机工抗战事迹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还存在信息量少，建设简要问题。
为此，如何全面规划、征集、整合与组织南侨机工文献资源，已成为其特色数据库构建亟待解决的现实
问题。
２．２．３ 标准规范统一性问题
其一，数字资源建设标准统一问题。南侨机工文献主要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研究
会和电视台等机构保存，这些机构各自资源类型、数据格式，以及著录标准、元数据标准等差异较大，
“多

种类型信息资源的著录标准与元数据标准不统一，必然对顺利实施数字资源共享带来严重阻碍。”[12] 为此，
在南洋华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数字资源建设中，无论是南侨机工文献数字化征集，或是共建机构
文献数字化建设，首先就要统一文献资源数字化标准，为特色数据库规范建设提供条件。其二，特色数
据库建设标准构建问题。构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推荐或制定统一的著
录标准和元数据标准，其标准的制定建议采用国家或国际通用标准，以便于特色数据库的规范化建设，
及其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以更好地开发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数字信息资源。

３ 特色数据库资源规划与构建
３．１ 特色数据库资源规划
３．１．１ 资源征集集中
一是机构资源整合集中。党和国家长期重视抗战文献遗产保护工作，许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
博物馆、研究会、电视台或报社等都征集抢救了大量的南侨机工文献。鉴于此，建议依托云南省图书馆，
在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框架下，组建南侨机工数字资源共建联盟，统一著录与元数据标准，开展南侨机工
文献数字化建设，为其特色数据库资源整合与组织提供条件。二是散存资源征集。即采用原件或数字化
征集方式，将南侨机工后人或研究学者等收藏的南侨机工纸质、声像、文物和口述文献，以及部分网站
网页散存南侨机工照片、视频等，在知识产权保护条件下，进行征集整合，以丰富特色数据库档案资源
的收录内容与类型。
３．１．２ 资源内容结构
资源内容结构为：一是纸质档案文献，包括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形成的文告、文电、公函、名册、证
书和家书等。二是口述档案文献，即相关文化机构、学者或南侨机工后人等，采集整理的口述档案。三
是音像档案文献，主要有照片，视频、纪录片和音视频等。四是实物档案文献，有勋章、纪念章、驾驶
证、手表、头盔、扳手、马灯等。其内容记录了南侨机工招募回国、集中训练、抢运物资、事故病亡、
牺牲抚恤和复员遣返等回国抗战的真实历史。南侨机工档案数据具异构特性，主要有结构化数据，如南
侨机工回国人员名册、车祸病故名单等；非结构化信息，如南侨机工历史文件、声像档案和 web 内容的
HTML、XML 格式的网页信息等，此外还有部分半结构化档案信息。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资源体系构建参见图 1：

图 1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资源体系构建图
３．２ 特色数据库建设构架
３．２．１ 数据库软件
目前，常用的数据库软件有 Oracle、MySQL、MS SQL Server、Access、Visual Fox Pro、Sybase 等。
建议采用美国微软开发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MS SQL Server，构建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该数据
库软件的主要特点为：一是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图形化界面；二是编程接口工具丰富，可为特色数据
库进行程序设计提供多种选择余地；三是和 Windows NT 完成集成，可利用 NT 诸多功能；四是数据库开

发具有较好的扩展空间性，可跨界运行；五是支持 web 技术，便于用户将数据库中的各种形式的数据发
布到 web 上等。[13]
３．２．２ 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存储所有的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结合数据库相关的管理软件，实现南侨机
工文献的著录、管理、检索和应用等功能。建议构建四个数据库：一是资源存储数据库，用于存储基础
数字资源内容信息；二是元数据库，用于存储数字资源元数据信息；三是索引数据库，用于存储索引信息；
四是资源预存库，用于对数字资源进行规范。
３．２．３ 数字资源规范
可以在后端数据库和原生数字资源、前端数据端口之间设置数字资源预存库，对输入的南侨机工文
献数字资源进行数据加工和数据标引，实现数字资源的规范化建设。其一，数据加工。即通过数据清洗
和转换，使多元来源、格式不一的南侨机工文献数据形成规范通用格式。其二，数据标引。依据一定的
元数据结构和著录规则，整合异构信息资源，便于规范保存和后期检索利用。建议采用 DC 元数据标准，
结合南侨机工文献特性，对题名、主题、创建者、类型、描述、格式、来源、关联、权限、覆盖范围等
项著录数字资源元数据，并通过关键词、摘要等项目著录对象数据。[14]
３．２．４ 数字资源存储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结构依据其资源规划，建议划分三级层次：一级可划分为“纸质档案
文献”“口述档案文献”“音像档案文献”“实物档案文献”等类目。二级层次依据不同标准划分，
如纸质档案文献可按其性质划分为文告、文电和名册等公务文档，以及证书、家书等私人文书；音像档
案文献按其信息记录方式可分为历史照片、录音材料、影视片和相关视频等；实物档案文献按其形式划
分为勋章、纪念章、驾驶证、手表等。三级层次则可根据主题，呈现具体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南侨机
工文献信息内容。索引数据库由文本信息和语义信息构成。文本信息是基础，语义信息是在文本基础上
实现的更深入的带有交互色彩的检索和定位。元数据库则包含文档元数据、照片元数据、录音元数据和
音像元数据等对象内容。[15]

４ 特色数据库资源共享与开发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开发性资源利用就是通过网页信息服务、数据多向开发和融媒体通道
多形式推广等方式，提供利用其数字信息资源。开发性资源利用参见图 2。
４．１ 基于网页设置的信息共享
前端网页设置的功能是通过构建整合的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平台，通过主题、时间或类型等检索
途径，向公众提供原始文献数据，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一是栏目设置。为更好地呈现南侨机工文献数字
信息资源，建议网页设置三级目录，同时，在网页主页和各级目录之下设置检索入口，提供栏目内和跨
栏目通检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检索功能。根据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实际，设置分类检索、全文检索、
关键词检索和和二次检索等多类检索工具。此外，在二、三级页面左侧可设置目录层级下拉菜单，便于
向利用者呈现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层次，方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要的文献信息。二是信息呈现。其一，
可通过基于标签和关键词等的关联聚合，实现特定南侨机工文献信息相关内容分布式异构数据的全方位
集中，便于公众深度了解南侨机工数字文献。如检索南侨机工滇缅公路运输，页面会集中显示不同来源
的关于滇缅公路运输的文件、图片、视频或影视片等文献数据。同时，基于关联聚合，利用 tableau、
geoda 等专业软件还可进一步实现数字资源的可视化，使呈现方式更为生动具体。其二，可探索全新形
态的信息呈现方式。除文本、图片等传统文献载体外，部分南侨机工文献数字资源如实物、抗战场景等
可采用 3D 建模、VR、AR 等技术进行数字修复、数字还原等，访问者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实现沉浸式文
化体验，[11] 感受南侨机工抗战历史画面。

图 2 南桥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资源共享与开发示意图
４．２ 基于数据发掘的多向开发
这是指依托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全面挖掘文献数据资源，开发南侨机工文献信息。主要
方式有：一是利用利用 Cult3D、viewpoint 360 度环视等 VR 技术，整合南侨机工文献数据资源，举办
南侨机工抗战文献专题虚拟展览或构建可视化服务平台，使公众通过触觉、视觉、运动等多种感知，[13]
感受和体验模拟南侨机工抗战历史空间。二是利用南侨机工数据资源，将同一主题的历史文件、照片、
录像、录音或实物档案文献等进行编辑加工，编制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和电子报纸等，向公众提供多文本、
形象生动的南侨机工专题文献信息服务。三是利用南侨机工音像资源，剪辑制作南侨机工抗战短视频，
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广泛传播南侨机工抗战事迹。四是依托特色数据库，打造南侨机工抗
战文献 APP，以多媒体、超文本形式，定期推送抗战专题，增强南侨机工抗战事迹宣传效果。
４．３ 基于融媒体通道的多形式推广
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的应用还可从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两个方面，借助融媒体通道扩大宣传
推广范围。在学术界，可通过召开云论坛，在线直播座谈会，刊登数字学术报告、专业论文等手段，向
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推广宣传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提高这一数据库在专业学者中的知名度和
使用程度。此外，通过学者的使用反馈也可以进一步改进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的项目设计形式
和数据库内容，提高用户满意程度。在社会推广方面，可以利用融媒体宣传通道，将广播、电视、手机
等可视终端融合起来，借助广播、报刊、杂志、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通道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
据库进行宣传，提升民众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数据库的认识程度，借此提高数据库的利用效率，扩大社
会影响力。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南侨机工档案文献作为记录南洋华侨参与滇缅公路运输，支持中国抗战历史的传承媒介，
不仅是记录历史事实的重要资料，更是当时全球华人华侨民族认同感、救亡图存、齐心抗战的历史凭证。
因此，构建南洋华侨机工档案文献特色数据库，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对其进行数字化开发和挖掘，不仅有

利于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保护，还有利于解决纸质资源发掘时空局限性问题，提高南侨机工
档案文献的利用率和知名度。此外，还可通过对南侨机工档案文献的数字化推广，增强全球华人侨胞的
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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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achines Document Heritage
HUA Lin, TAN Yu-qi, FENG An-yi
(History and Archives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 arch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in Nanyang record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ing in the yunnan-Burma road transportation and supporting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its docu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promoting patriotis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the arch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in protecting and
rescuing the arch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in South China sea,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helping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arch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in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gg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such as the dispersion of document resources, the
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and the uniformity of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archive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from web page setting, data mining to support multidirec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ush of multi-form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information
service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through integrated media channel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of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echanics' Anti-Japanese War and better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heritage.
Keywords: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machines; documentary heritage;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